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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 
從一個小小的手錶機芯，到航行宇宙的太空船，都是不同機械組合而成的。機械是工業之母，許

多工業產品都依靠機械生產，加上科技日新月異，微奈米機電、醫學工程，以及許多精密元件的

製作，都是機械科的範圍。隨著製作流程慢慢發展「自動化」，機械類工作已經顛覆大家印象，

不只是傳統的「黑手」，反而有九成內容能透過電腦來執行，因此，不論男性、女性都可以體驗

動手操作的樂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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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
 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機械科、鑄造科、板金科、機械木模科、配管科、模具科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電科、製圖科、生物產業機電科、電腦機械製圖科   
五專：機械工程科、工業工程與管理科、工業管理科、機電工程科 

機械科－學習機械加工操作、機械製造概念、

自動化機器製造的知識，也培養設計、電腦化

製造等技能，是該類群最普遍的科別。 

 

製圖科－所有的工業製程都需要工程圖，電腦製

圖、3D 列印是必備技能。學習電腦輔助設計軟

體繪製機械製圖、工業設計的基本知識。 

電腦機械製圖科－與製圖科內容相似，但著重電

腦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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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
 

模具科－近年盛行的科別，所有大量製造的產

品都與模具科人才有關。學習電腦繪圖設計、

高精密度電腦數值控制，培養模具設計、電腦

化設計等技能。 

 

機械木模科－學習機械、圖學等基本知識， 

及各種模型特性、機械木模製作的技能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機械科、鑄造科、板金科、機械木模科、配管科、模具科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電科、製圖科、生物產業機電科、電腦機械製圖科   
五專：機械工程科、工業工程與管理科、工業管理科、機電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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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
 

鑄造科－學習基礎砂模、金屬熔鑄、材料檢驗、

特殊鑄造等知識。除了從事汽車、船舶等大型

機具的製作，亦能跨足金工、珠寶的鍛造製作。 

板金科－學習金屬工程技術的基本知識，及設計、

電腦繪圖、展開、切割、折彎、銲接、組立、 

塗裝成商品等技能。不只是汽車車體板金， 

工業設計、製造業領域都有板金科可發揮的地方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機械科、鑄造科、板金科、機械木模科、配管科、模具科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電科、製圖科、生物產業機電科、電腦機械製圖科   
五專：機械工程科、工業工程與管理科、工業管理科、機電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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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
 

配管科－學習各種管線及其設備的安

裝、檢測、維護，包括消防、水電、

瓦斯管線工程、營建配管、工業配管、

銲接應用等技能，應用廣泛。 

機電科－跨領域學習機械、電機、

電子、資訊等，養成操作及維修自

動化機械的技能。 

 

 

生物產業機電科－學習機械、電子、

電機和智慧型電腦控制的知識修習，

也著重生物產業領域的機構設計、

自動化控制、維護與操作。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機械科、鑄造科、板金科、機械木模科、配管科、模具科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電科、製圖科、生物產業機電科、電腦機械製圖科   
五專：機械工程科、工業工程與管理科、工業管理科、機電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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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 

證照 

機械加工、車床、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、電腦輔

助立體製圖、模具、氣壓、板金、金屬成形、銑床、

鑄造、機電整合、自來水管配管、氣體燃料導管配

管、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職類等技術士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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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 

升學 

機械工程相關學系、工業工程及設計管理學系、材

料科學工程相關學系、電機工程相關學系、動力機

械工程相關學系、造船及航空工程相關學系、生物

醫學工程學系、工業教育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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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 

就業 

各相關行業的機械操作、加工、維護、裝配或設計等， 

也可擔任現場管理、品質管制或工業安全等工作， 

或從事銷售、相關材料供應。 

另透過公職考試，可加入國營事業相關領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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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群 
科技加持，技術出頭天 
 

我適合就讀機械群嗎？ 

 喜歡拆卸、組裝機械，像是樂高玩具、手機、汽機車、機械。 

 喜歡繪圖及設計，如機械構造、創新設計、人體工學設計。 

 喜歡藝術品加工造型，如琉璃造型、金屬工藝。 

 具有機械推理、空間關係、科學推理等性向。 

 對修理機械、工業生產、操作機械事務感興趣。 

 對圖形幾何、電腦繪圖有偏好傾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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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 

聰明的人類透過自己的力量，讓冷冰冰的機械產生「動能」，加上科技不斷的進步與發展

下，汽車、飛機、火箭各種運輸工具，以及重型機械、農業生產動力機具、工程動力機具

等，各式各樣會「動」的機械被發明，讓我們的生活、交通、產業越來越發達，「動力機

械群」的人才更被重視，前景很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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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中(高職)：汽車科、重機科、飛機修護科、動力機械科、農業機械科、軌道車輛科   
五專：車輛工程科 

汽車科－學習有關汽車裝配、保養維修的

基本技術，以及汽車學理、檢驗、維修的

基本知識。 

重機科－堆高機、怪手等重型機械的維護

與操作，以及機電整合與自動化控制的實

務學習。 

 

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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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機修護科－學習飛機維修、檢驗的基

本知識，以及飛機裝配、檢驗、保養維

修實務。 

 

動力機械科－學習吊車、起重機、運搬機

等動力產業機械、車輛，以及壓力容器設

備（如：滅菌鍋）的操作與維護技能。 

 

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
 技術型高中(高職)：汽車科、重機科、飛機修護科、動力機械科、農業機械科、軌道車輛科   
五專：車輛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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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
 

農業機械科－耕耘機、插秧機等農業機具

的操作與保養維修的知識與技能， 

以及農場經營管理機械化、農業生產自動

化的基礎認識。 

 

 

軌道車輛科－有關火車、高鐵、捷運等軌

道車輛作用的理論、零組件檢驗、維修， 

學習軌道車輛底盤、車箱裝配、保養維修

等技能。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：汽車科、重機科、飛機修護科、動力機械科、農業機械科、軌道車輛科   
五專：車輛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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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 
機器腳踏車修護、汽車修護、汽車車體板金、 

重機械修護、農業機械修護、飛機維護、車輛塗裝。 

 

證照 

16 



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 
車輛工程系、機械工程系汽車組、飛機工程系機械

組、航空機械系、造船及海洋工程系、動力機械工

程系等車輛工程、航空工程、造船工程等。 

 

 部分學校提供機械工程相關領域的名額，招收

動力機械群的學生。 
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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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 

就業 

汽機車、飛機、農業生產機械、工程動力機具、 

工業用動力機械、軌道車輛等機具的檢驗、測試、 

裝配、操作、調整、維修、製造相關工作， 

或者參加考試進入交通部、交通局等公部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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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力機械群 
關注能產生動力的機械，出路寬廣 
 

我適合就讀動力機械群嗎？ 

 具有機械推理、空間關係、邏輯推理、科學推理等性向。 

 對於工業生產、銷售、修理機器、操作機械事務有興趣。 

 對空間關係、圖形幾何、電腦繪圖有偏好傾向者。 

 對機械加工、電子、資訊與控制等工程科技的整合，並

應用於汽車、飛行器、農業機械、工業動力機械產業有

興趣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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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

我們國家重視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高科技產業，全世界頂尖的筆電、手機、3C產品裡面的零件，許多都是「臺灣

製造」，讓我們引以為傲！電機與電子群科的資源很豐富，不只就業機會很多，還能跨足海外、放眼國際，我

們喜愛的電玩、遊戲機、機器人，都能變成工作。 

能學習電學觀念、電路裝配、分析、設計與應用能力，還能執行系統開發、程式設計，判讀接線圖、電路圖，

電機與電子群科能讓你成為智慧科技的頂尖人才，當一位充滿魅力的科技新貴！ 

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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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機科、控制科、冷凍空調科、電機空調科、電子科、資訊科、航空電子科 
五專：電機與資訊技術科、電子工程科、電機工程科、資訊工程科、自動化工程科 

電機科－學習室內配線設計、工業配線設

計、電機機械的基本知識，養成電器配線

與水電裝配、電梯的微電腦控制、工廠電

氣設備的配線與維修、電動車馬達控制等

實務技能。 

 

電子科－學習程式邏輯設計、電子電路、視

聽電子、工業電子、微電腦單晶片控制的基

本知識，學習電腦及行動裝置程式設計與週

邊產品的製作、電器用品內部的微電腦控制、 

燈光音響產品設計與組裝等實務技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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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航空電子科－基礎課程與電子科相近，但

更注重航空基本電子設備、儀器、通信導

航、介面控制、微電腦週邊設備的基本知

識，培養航空裝備的運用、簡易遙控器的

製作、運用雷達進行遠端系統操控、對講

機無線通信電路設計等實務技能。 

 

控制科－學習機電整合、可程式邏輯控制、

氣液壓控制、工業儀器的基本知識，培養自

動化工業產品加工與包裝的設計、鍋爐壓力

的控制、燒窯溫度的控制、防盜系統的設計

等實務技能。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機科、控制科、冷凍空調科、電機空調科、電子科、資訊科、航空電子科 
五專：電機與資訊技術科、電子工程科、電機工程科、資訊工程科、自動化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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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冷凍空調科－學習各型冷氣機、冰箱及中

央空調的結構、原理、安裝與維護的基本

知識，以及變頻冷氣的裝配與內部微電腦

控制電路設計、冰箱的節能控制及應用、

水塔馬達的控制等實務。 

 

電機空調科－學習重點與冷凍空調相近。 

學習電機機械、冷凍空調、家庭電器、微電

腦控制及可程式控制的基本知識，培養環境

溫溼度、空氣品質控制的技術、遙控及智能

情境控制家用電器設備自動化的設計等實務

技能。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機科、控制科、冷凍空調科、電機空調科、電子科、資訊科、航空電子科 
五專：電機與資訊技術科、電子工程科、電機工程科、資訊工程科、自動化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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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資訊科－學習與電腦有關的軟體程式及硬體，包括程式語言、電腦

系統安裝、電腦網路架設、智慧型機器人晶片控制及微電腦介面電

路控制基本知識，手機與平板APP 應用程式編寫、電腦裝修與系統

安裝、架設線上遊戲伺服器、廣告LED 螢幕控制等實務技能。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機科、控制科、冷凍空調科、電機空調科、電子科、資訊科、航空電子科 
五專：電機與資訊技術科、電子工程科、電機工程科、資訊工程科、自動化工程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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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證照 

 「電機領域」：工業配線、室內配線、配電線路裝修、

電力電子、冷凍空調裝修、電器修護等技術士證。 

 「資電領域」：工業電子、儀表電子、數位電子、視

聽電子、電腦硬體裝修、電腦軟體設計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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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升學 

 「電機領域」：電機工程系、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、

能源應用與科技系等。 

 「資電領域」：電子工程系、資訊工程系、電腦與通

訊工程系、光電工程系、生物醫學工程系、多媒體與

遊戲發展科學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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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電機、電子與資訊科技公司從事安裝、測試、檢驗、 

操作、調整、維修、程式設計、網路管理等， 

業務、行銷、專案管理等非工程師領域也需要電機人才。 

就業 
各種產業工程師 

電機電子與 
資訊科技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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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與電子群 
 科技尖兵，智慧生活先鋒 

我適合就讀電機與電子群嗎？ 

 具有數學推理、空間關係、抽象推理等性向者。 

 對家用電器、3C產品、電腦的硬體設備或軟體程式

有興趣者。 

 喜歡動手安裝、拆解數位產品及家電用品，並安裝

應用軟體。 

 喜歡研究智慧型或對自動控制產品具好奇心及興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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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的牛頓、美國的愛因斯坦和許多科學家，將他們的發明貢獻給社會，讓人類擁有豐富的生活，在我們

日常生活中，與化學工業產品相關，而且對人類有益的物品，像是光碟、半導體、太陽能面板、肥皂、化

妝品、隱形眼鏡等，都是化工領域的人不斷實驗而產生的結晶，如果你擅長物理、數學、應用科學原理及

工程技術，可以加入化工群，一起嘗試有趣的實驗，成為生活魔術師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化工群 
神乎其技，高科技帶來新契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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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化工科、紡織科、染整科           五專：化工與材料工程科 

化工群 
神乎其技，高科技帶來新契機 

化工科－早期為「化學檢驗

科」，學習化工原料和產品

性質的分析檢驗與管制、 

各式化工機械儀表和分析儀

器的使用與維護。 

 

紡織科－學習紡紗、織布、

針織、紡織機械操作、維修

與品管，近年已發展成高科

技產業，研究化學纖維製作

機能布也是學習重點。 

染整科 -染整科－從紡織科分

立出來，學習試驗、打樣（製

作樣品）、圖案設計、染色、

印花、網版製作、織物整理加

工、化學分析等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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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、化工、化學工程技師、空氣污染防

制專責人員、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、工業

安全技師、勞工安全管理、勞工衛生管理

等相關證照。  

化工群 
神乎其技，高科技帶來新契機 

證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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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工程系、材料科學與工程系、分子科學與

工程系、生物科技系、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

等；部分學校的文化資產維護、食品科學、化

粧品應用與管理、藥學、醫學檢驗等系科，皆

招收化工群學生。 

化工群 
神乎其技，高科技帶來新契機 
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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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群 
神乎其技，高科技帶來新契機 

就業 

石油化學、塑膠、橡膠、染整、纖維、紡織、成衣、染料製造、塗料、 

界面活性劑、化粧品、食品、冶金、製藥、肥料等各種產業， 

或是如半導體領域、複合材料、奈米材料、生化科技、 

光電領域、電子材料、影像顯示、精密化工製程領域等高價值的科技產業。 

石油化學、塑膠、 
成衣、化妝品、製藥等 

半導體領域、 
奈米材料、光電領域等 

化工相關 
產品的製造與銷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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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適合就讀化工群嗎？ 
具有數學推理、抽象推理、知覺速度與準確度性向
者。 

對化學和實驗操作有興趣，有志從事化學工業工作
者。 

喜歡看科學相關的書籍或節目，熱中科學實驗者。 

喜歡參觀科博館，對科學知識的產生、發展有興趣。 

喜歡服飾、布料等紡織品，會探究其設計、材質、
組織和色彩變化。 

喜歡接受挑戰，追求創新應用。 

化工群 
神乎其技，高科技帶來新契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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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丈高樓平地起，與我們生存空間有關的，像是房子、道路、消防等各項工程，都需要會「建築設計」

與「空間測繪」的人才。 

好的建築跟公共建設，可以讓大家享受到舒適與便利，如果你有耐心，能夠應付繪圖、製作模型這些

長時間的工作，又擅長數學、空間、邏輯、推理及設計能力，你也有可能是第二個貝聿銘或伊東豊雄，

創作出比路思義教堂、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更傑出的作品！ 

土木與建築群 
理性感性兼具，有想法也要有手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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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科－培育土木營建相關產業的專業技

術人才，學習工程的設計、施工、管理、

測量測繪，以及力學設計、工程材料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土木科、建築科、消防工程科、空間測繪科    五專：營建科技科、建築科 

建築科－培育建築相關產業的基層技術人才，

學習建築設計、繪圖、施工、營建或測量，同

時培養美學鑑賞能力。 

 

土木與建築群 
理性感性兼具，有想法也要有手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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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與建築群 
理性感性兼具，有想法也要有手法 

空間測繪科－更深入學習測繪技術、空間

資訊應用等課程，培養土木、建築、測量

繪圖、空間資訊應用整合的多元技能。  

 

 

消防工程科－學習「消防」工程，培養消防、

土木、建築、機電跨領域整合的多元技能。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土木科、建築科、消防工程科、空間測繪科    五專：營建科技科、建築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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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水、鋼筋、模板、建築製圖應用的手繪圖及電

腦繪圖、混凝土、測量、營造工程管理、建築工

程管理、營建防水、裝潢木工、重機械操作、自

來水管配管、工業用管配管等技術士證。 

  

土木與建築群 
理性感性兼具，有想法也要有手法 

證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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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、營建工程、建築、室內設計、空間設

計、景觀設計、空間資訊應用、測量工程、消防、

都市計畫、古蹟維護、不動產經營、運輸技術等

相關系科。 

  

土木與建築群 
理性感性兼具，有想法也要有手法 
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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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與建築群 
理性感性兼具，有想法也要有手法 

就業 

建築師事務所、消防設備事務所、室內設計公司、景觀規劃公司、工程顧問公司、建

設公司、營造廠、測量公司擔任製圖、測量、工程估價管理等技術人員等，或經由國

家考試進入國營單位或政府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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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與建築群 
理性感性兼具，有想法也要有手法 

我適合就讀土木與建築群嗎？ 
 具有數學推理、空間關係、抽象推理、知覺速度與準確

度等性向者。 

 喜歡動手解決問題，尤其喜歡堆積木、玩模型。 

 對於科學、藝術、領導、個人服務、操作機械事務感興趣。 

 對美的事物有熱情，對新鮮事物感興趣，並有良好的空間

感。 

 關注生態、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，例如濫墾坡地導致土石

流、地震造成的損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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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

在生活中，我們任何一項商業交易或買賣行為，都滿足了我們的各種需求，不過，看似簡單的商業行為，其

實每一個小銅板背後都藏有大學問。一個銅板能買的不只是商品，還有服務，各行各業都需要商業與管理人

才，選擇多、範圍廣泛，是充滿熱情、人情的事業，若你擁有邏輯思考、耐心、閱讀理解、人際溝通、語言

能力等基礎能力，下一個商場大亨可能就是你！ 

 
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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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商業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會計事務科、資料處理科、電子商務科、流通管理科、航運管理科 
五專：國際貿易與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國際商務科、會計資訊科、保險金融管理科、企業管理科、商務與觀光企劃科、
理財經營管理科、財務金融科、財政稅務科、行銷與流通科、行銷與流通管理科、海空物流與行銷科、資訊管理科  

商業經營科－商業相關知識及零售業服務技

能、會計基礎帳務處理、門市服務、行銷實

務、證券金融實務、電腦文書處理等。 

是大學系科「企業管理系」的內容。 

 

國際貿易科－商品銷往海外市場的過程，包括

進出口貿易的報關、匯兌、儲運、保險、會計

事務等實用技能及知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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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商業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會計事務科、資料處理科、電子商務科、流通管理科、航運管理科 
五專：國際貿易與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國際商務科、會計資訊科、保險金融管理科、企業管理科、商務與觀光企劃科、
理財經營管理科、財務金融科、財政稅務科、行銷與流通科、行銷與流通管理科、海空物流與行銷科、資訊管理科  

會計事務科－處理商品交易過程中一切跟金

錢相關的事務，包括記帳、出納、商業會計

法令、統計分析、銀行帳務處理、會計資訊

系統操作、稅務處理等。 

 

資料處理科－運用電腦軟體處理商業的各種資料，

學習電腦硬體及網路原理、軟體操作、資訊蒐集

分析、電腦文書處理、多媒體製作、程式設計、

專題製作、商業知識、會計實務等相關知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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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商業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會計事務科、資料處理科、電子商務科、流通管理科、航運管理科 
五專：國際貿易與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國際商務科、會計資訊科、保險金融管理科、企業管理科、商務與觀光企劃科、
理財經營管理科、財務金融科、財政稅務科、行銷與流通科、行銷與流通管理科、海空物流與行銷科、資訊管理科  

電子商務科－結合了商業經營科與資料處理科的

能力，並強調網路行銷的應用，學習電子商務網

站架設及管理、網路行銷、電腦軟體應用、多媒

體設計和專題製作，將商業管理與資訊科技運用

於商流、物流、金流、資訊流、服務流的能力。 

 

航運管理科－學習商業經營的基礎課程，深度了

解運輸倉儲管理及航運知識，學生可兼備商業與

航運業專長，熟悉經營學理和實務操作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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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商業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會計事務科、資料處理科、電子商務科、流通管理科、航運管理科 
五專：國際貿易與經營科、國際貿易科、國際商務科、會計資訊科、保險金融管理科、企業管理科、商務與觀光企劃科、
理財經營管理科、財務金融科、財政稅務科、行銷與流通科、行銷與流通管理科、海空物流與行銷科、資訊管理科  

流通管理科－應用行銷觀念、商店管理技巧及資訊科技方法，對零售相關活動進行商

品行銷與商店管理，學習基本商業經營課程外，包括門市服務、物流倉儲管理、商業

自動化及企業經營基本知識，及電腦應用與資料庫的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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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商業計算、會計事務、會計資訊、電腦軟體應
用、國貿業務、門市服務、網頁設計等乙丙級

技術士證。 

 

 
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證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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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通過不動產經紀人、人身保險代理/ 經紀人、財

產保險代理/經紀人、記帳士、會計師、專責報

關人員、關稅人員特考等國家考試，可取得公

務人員任用或執業資格。 

 

 
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國家考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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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企業管理系、國際貿易系、財務金融系、會計
系、行銷與流通管理系、保險金融管理系、財

政稅務系、航運管理系、資訊管理系等商業經

營領域。 

 觀光、休閒、運動、設計、傳播、外語、照

顧服務等領域，有部分學校提供名額招收商

業與管理群學生。 

 

 
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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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商業管理、商業服務、國際貿易（金融、運輸、保險、進出口貿易業等）， 

或是創業（包含實體店面或網路商店）有關的工作，都需要相關人才， 

領域廣、選擇多，就業容易。 

 

就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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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與管理群 
 
 
各行各業搶手，就業創業高手 

我適合就讀商業與管理群嗎？ 
 具有語文推理、數學推理、抽象推理、邏輯推理等性向者。 

 對企業事務、銷售、個人服務有興趣者。 

 心胸開放、善與他人合作溝通、喜愛吸收新知。 

 對財經相關報導、訊息有興趣了解，喜歡接觸資訊軟體與電

腦科技的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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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語驚人，走遍天下 
 
地球村的時代已經來臨，培養第二外語能力是世界潮流，也是就業的加分條件，能帶

你通往不同國度，接觸不同的文化、認識不同族群的朋友。 

現在的語言課程不只學習口語溝通、翻譯，也會加入商業課程的實務運用，以語言搭

配商業學習，應用領域更廣泛，走遍世界沒問題！  

外 語 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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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語驚人，走遍天下 
 

外 語 群 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應用外語科英文組、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  
五專：應用英語科、應用日語科、應用外語科、商務暨觀光英語科、英國語文科、 
            法國語文科、德國語文科、西班牙語文科、日本語文科 

應用外語科英文組－英文聽說讀寫的技

能培養、商業知識科目的基礎學習，各

校開設不同的輔助課程，例如商業類、

觀光類等應用英文。 

 

應用外語科日文組－日文聽說讀寫的基礎技能、

商業知識科目的基礎學習，另有日本文化介紹、

電腦日文輸入學習，各校開設不同的輔助課程，

例如商業類、觀光類等應用日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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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語驚人，走遍天下 
 

外 語 群 
證照 

托福（TOEFL）、多益（TOEIC）、全民英檢

（GEPT）、日本語能力測驗（JLPT）、電腦軟

體應用等相關證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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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語驚人，走遍天下 
 

外 語 群 
升學 

應用外語系、應用英（日）語系、英國（日本）語文系

等以英語（日語）為主之外語系科。部分學校提供商管

相關學系、觀光事業、旅館管理、文創行銷等領域的名

額招收外語群學生。 

 

 外語群英語類、日語類、商業與管理群，可跨類報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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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語驚人，走遍天下 
 

外 語 群 
服務業、教育、國際貿易、商業金融、大眾傳播、藝術文化、 

餐旅公關、觀光旅遊、行銷管理等，各領域所需的翻譯人才， 

外商公司、金融企管、文創產業、傳播媒體、外交領域皆能涉獵。 

就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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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語驚人，走遍天下 
 

外 語 群 
我適合就讀外語群嗎？ 

 具有語文推理、中文詞語、英文詞語、知覺速度

與準確度等性向者。 

 具對外語學習具有熱忱，喜歡接觸異國文化者。 

 對外國影集、外語歌曲、外語報章雜誌有濃厚興

趣者。 

 經常參加各項語文競賽，樂於參與外國文化活動。 

57 



 
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你的腦袋裡裝滿許多鬼點子嗎？你喜歡把有趣的創意化為實際的作品嗎？現在的「設計」不只

是畫畫、做美工，因為文創產業興起，加上社會需求，讓結合網路的多媒體設計科、多媒體應

用科，還有重視圖文表現的廣告設計科，成為新的選擇。 

由於科技產業的發達，設計搭配電腦的應用，任何一種想法和創意都可能被實現！ 

設計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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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設計 群 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美工科、美術工藝科、家具木工科、家具設計科、陶瓷工程科、金屬工藝科、室內空間設計科、
室內設計科、廣告設計科、圖文傳播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多媒體應用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商品設計科、數位多媒體科、流行商品設計科、視覺傳達設計科、文化創意設計
科、動畫多媒體設計科、遊戲與玩具設計科、數位媒體設計科、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、數位媒體應用科、創意產品
科技應用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、室內設計科 

美工科、美術工藝科－學習有關美術工藝與

設計的實用技術與基本知識。美術工藝科以

木工、金工、陶瓷等材質進行產品設計創作； 

美工科則強調平面設計、立體造型的學習。 

 

家具木工科－訓練生產操作、製程安排及

繪圖的實用技能，學習家具製作及生產管

理的相關專業知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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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設計 群 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美工科、美術工藝科、家具木工科、家具設計科、陶瓷工程科、金屬工藝科、室內空間設計科、
室內設計科、廣告設計科、圖文傳播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多媒體應用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商品設計科、數位多媒體科、流行商品設計科、視覺傳達設計科、文化創意設計
科、動畫多媒體設計科、遊戲與玩具設計科、數位媒體設計科、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、數位媒體應用科、創意產品
科技應用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、室內設計科 

家具設計科－培養家具設計美學素養、家具

識圖、手繪製圖、電腦繪圖、模型製作及家

具製作的基本專業能力。 

 

 

陶瓷工程科－學習有關陶瓷及設計的知識

與實用技能，具備陶瓷製作、量產、施釉、

燒製的能力，結合設計理論運用在產品設

計與藝術創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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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設計 群 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美工科、美術工藝科、家具木工科、家具設計科、陶瓷工程科、金屬工藝科、室內空間設計科、
室內設計科、廣告設計科、圖文傳播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多媒體應用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商品設計科、數位多媒體科、流行商品設計科、視覺傳達設計科、文化創意設計
科、動畫多媒體設計科、遊戲與玩具設計科、數位媒體設計科、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、數位媒體應用科、創意產品
科技應用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、室內設計科 

金屬工藝科－學習金屬工藝作品的製作、設

計知識與技能，訓練金屬工藝的創作技巧。 

 

室內空間設計科－學習室內設計、室內裝

修的知識及技能，具備室內設計識圖與基

本製圖能力，並有取得室內設計相關丙級

以上技術士證照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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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設計 群 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美工科、美術工藝科、家具木工科、家具設計科、陶瓷工程科、金屬工藝科、室內空間設計科、
室內設計科、廣告設計科、圖文傳播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多媒體應用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商品設計科、數位多媒體科、流行商品設計科、視覺傳達設計科、文化創意設計
科、動畫多媒體設計科、遊戲與玩具設計科、數位媒體設計科、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、數位媒體應用科、創意產品
科技應用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、室內設計科 

室內設計科－學習室內設計的專業知識與技

能，使學生具有室內設計圖面繪製與模型製

作能力。 

 

廣告設計科－學習有關廣告設計的實用技

術，培養商品行銷與視覺傳達、平面廣告、

媒體、廣告影片等設計與製作知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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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設計 群 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美工科、美術工藝科、家具木工科、家具設計科、陶瓷工程科、金屬工藝科、室內空間設計科、
室內設計科、廣告設計科、圖文傳播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多媒體應用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多媒體設計科、商品設計科、數位多媒體科、流行商品設計科、視覺傳達設計科、文化創意設計
科、動畫多媒體設計科、遊戲與玩具設計科、數位媒體設計科、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、數位媒體應用科、創意產品
科技應用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、室內設計科 

圖文傳播科－圖文傳播行業的

基本知識，了解整個印前製作、

印刷流程及圖文傳播設備操作

的實用技能。 

 

多媒體應用科－以多媒體課程為主

軸，培養學生具備影像處理、影音

後製、動畫與網頁製作等專業能力，

並搭配行銷企劃相關課程。 

 

多媒體設計科－學習多媒體設

計、數位設計與視覺傳達等相

關設計的實用技術與知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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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
設計群 
證照 

家具木工、陶瓷－石膏模、印前製程、 

視覺傳達設計、建築製圖應用等技術士證。 

 

64 



 
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
設計群 
升學 

視覺傳達設計系、工業設計、商業設計、工商業設計

系、數位媒體設計系、多媒體設計、創意生活設計系、

生活產品設計系、商品設計系、室內設計系、空間設

計系、建築系、時尚設計系、建築與室內設計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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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設計群 
廣告設計、包裝設計、展示設計、編輯設計、 

印刷設計、媒體設計、產品設計、家具設計、 

工藝設計、模型製作、建築設計、室內設計、 

景觀設計、展演（舞臺、展示）設計、 

多媒體設計與應用等行業。 

 

就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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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腐朽為神奇，讓生活充滿創意與驚喜 
 

設計群 
我適合就讀設計群嗎？ 

 具有語文推理、空間關係、抽象推理、知覺速度

與準確度等性向。 

 重視美感，具備基本美學觀念，渴望將無限創意

表達出來者。 

 喜歡繪圖、手作、雕塑，或者參觀相關展覽，習

慣圖像思考。 

 喜歡攝影、影音媒體、商品廣告，並且關心流行

訊息。 
67 



農業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 
「農業」是人類生命存續的重要條件，也是老祖先傳承的智慧，一直以來，我們從大自然中獲得飲

食、與生活上的資源，不過，因為時代轉變，以及糧食缺乏的問題，動物和植物的培育、管理，成

為重要的任務。 

農業的內容不只是拿鋤頭、養雞鴨，還要能運用最新科技、企業管理的方法來經營，讓農產品能夠

受到大家喜愛，隨著國際交流頻繁，擁有外語能力的「科技農夫」也逐漸成為魅力十足的職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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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
 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農場經營科、園藝科、造園科、森林科、畜產保健科、野生動物保育科     五專：園藝科 

農場經營科－學習農業經營與管理、栽培環

境、植物保護、農業機械、植物組織培養、

有機農業等，能讓學生具備經營農場的基本

能力、現代農業經營理念、作物栽培相關知

識及行銷概念。 

 

園藝科－學習園藝作物栽培與造園景觀實務、 

園產品處理利用與生物技術基本知能，包括基

礎園藝、果樹、蔬菜、花卉、造園、休閒農業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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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
 

70 

造園科－學習基礎園藝、展場設計及施作、

景觀植物利用、造園景觀設計、造園景觀施

工等現代技術與知識。 

 

森林科－樹木識別、林產利用、森林經營、育

林學、測量學，學習森林資源保育利用的知識

與技能，及森林經營與管理的基礎認識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農場經營科、園藝科、造園科、森林科、畜產保健科、野生動物保育科     五專：園藝科 



農業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
 

畜產保健科－培養畜產經營、基本獸醫技能

及農村建設的技術人才，學習畜牧學、動物

保健衛生、動物營養與飼料、動物解剖生理、

動物飼養實習、動物照護、牧場經營管理、

寵物美容及畜產加工。 

 

野生動物保育科－學習生命科學、環境生態學、

解剖生理、應用動物學、昆蟲生態學與保育、動

物調查、野生動物經營管理、景觀生態學、森林

資源調查、解說教育技巧、自然保護區管理等，

培養在生物資源管理與應用方面的基礎技術，及

野生動物保育基層管理實務、環境調查。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農場經營科、園藝科、造園科、森林科、畜產保健科、野生動物保育科     五專：園藝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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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 農藝、園藝、造園景觀、測量、肉製品加工、 

寵物美容、電腦軟體應用等技術士證。 

 

證照 

72 



農業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  「農業生產經營」類－農園生產、農藝、園

藝、景觀與遊憩等。 

 「動植物保育與環境保護」類－獸醫、動物

科學、森林、植物醫學、自然資源等。 

 「生物科技」類－生物科技、生命科學等。 

 
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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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 
 公職：通過國家考試，可分派至農業或自然資源管理等政府機關， 

或各試驗所、改良場、動物防疫所、種苗場等研究單位。 

 

 民間企業：種苗公司、農業生物技術公司、蘭園、 

製藥業、畜產品加工廠、動物醫院、景觀造園業、 

畜牧場、休閒農場、森林遊憩業、生態旅遊等相關產業。 

  

 

就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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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 業 群 
農業精緻化，善用科技生產行銷 
 

我適合就讀農業群嗎？ 
 具有數學推理、抽象推理、邏輯推理、觀察、創
意等性向者。 

 愛好自然與戶外活動，對農業科技、經營，或者
環境保護有興趣者。 

 樂於參與環境綠美化、植物布置、農場觀光、農
業博覽會等活動者。 

 喜歡觀察、動手種植花草蔬果者。 

 喜歡觀察照顧動物，有飼養動物、昆蟲的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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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群 

民以食為天，飲食是必要的生活條件，現今的化學食品多，大家也越來越重視食品安全和

健康食物。 

食品群屬於應用科學，和食品有關的檢驗、生技、相關工程都是學習重點，誰來為大家做

飲食把關？讓民眾吃得安心又健康，非食品群人才莫屬！  

讓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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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群 

77 

讓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食品加工科、食品科、水產食品科、烘焙科  五專：食品營養科、食品科技科、烘焙管理科 

食品加工科－食品概論、穀類果蔬水畜產

等食品加工、烘焙食品、分析化學、食品

添加物、食品安全與衛生、微生物利用等

食品相關的基本知識與技能，學習食品加

工基礎技術與原理。 
 

食品科－食品概論、烘焙食品、農產加工、

分析化學、團體膳食製備與管理、食品安全

與衛生等食品營養基本知能、食品加工的基

礎知識及技能。 
 



食品群 
讓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食品加工科、食品科、水產食品科、烘焙科  五專：食品營養科、食品科技科、烘焙管理科 

水產食品科－食品安全與衛生、食品添加

物、水產概論、水產加工、水產食品檢驗、

水產應用技術、水產化學、冷凍冷藏學等

食品加工領域的基層技術、水產食品加工

的認識與製作技術。 
 

烘焙科－烘焙食品、餅乾、麵包及蛋糕製作、

設計概論、行銷概論、食品加工、食品化學

分析等烘焙產品製作與開發能力，以及烘焙

理論基礎、行銷經營管理概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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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群 
讓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 
烘焙食品、食品檢驗分析、食品用金屬罐頭

捲封、肉製品加工、中式米（麵）食加工、

水產食品加工等技術士證。 

  

 

證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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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群 
讓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 
食品科技方面－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、食

品科學系、食品暨生物科技系、水產食品科學

系、烘焙管理系、藥學系等。 

 

營養學方面－營養系、保健營養系、食品營養

系、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等。 
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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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群 
讓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 

就業 

食品工業已邁向高科技工業及現代化、 

企業化經營及大型化設備的食品工廠發展， 

畢業後可從事食品工業基層技術人員/ 研發人員、 

食品廠管理幹部、生物科技員、檢驗分析員等。 

 

生物 
技術人才 

食品工廠 
的研發人員 

食品工廠 
的管理幹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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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群 
讓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 

我適合就讀食品群嗎？ 
 具有語文推理、數學推理等性向者。 

 對食品有濃厚興趣，想要深入了解食品的製程與特性，並有

嘗試製作的意願。 

 喜歡接觸了解食品保健知識，例如營養、食品安全、保健食

品等。 

 喜歡參觀食品展、烘焙展等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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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 

你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呢？也許是充滿個人風格，或是喜歡妝點自己、裝飾環境， 

這些都可以是家政群的內容。 

家政群與民生息息相關，包含美、生活與服務，對美的事物敏感且有興趣、待人接物有耐

性，還喜歡動手做，那麼，實踐「美」的生活專家就是你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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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分 鐘 看 懂 家 政 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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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
 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家政科、服裝科、幼兒保育科、美容科、時尚模特兒科、流行服飾科、時尚造型科   
五專：美容科、生活應用科、化妝品應用科、時尚美妝設計科、美容流行設計科、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、美容保健
科、美容造型設計科、幼兒保育科、嬰幼兒保育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科、長青事業服務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 

家政科－培養家政管理、家

事工藝、服裝製作、烹飪、

餐旅服務等基本能力。 

 

服裝科、流行服飾科－主要

培養服飾設計與製作、服飾

行銷及經營的基本能力。 

 

幼兒保育科－培養嬰幼兒保

育實用技能與教保專業知識

等基本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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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
 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家政科、服裝科、幼兒保育科、美容科、時尚模特兒科、流行服飾科、時尚造型科   
五專：美容科、生活應用科、化妝品應用科、時尚美妝設計科、美容流行設計科、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、美容保健
科、美容造型設計科、幼兒保育科、嬰幼兒保育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科、長青事業服務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 

美容科、造型時尚科－培養美膚、美

髮、美顏實務、流行飾品設計、指甲

彩繪等基本能力。 

 

 

時尚模特兒科－培養舞蹈基礎訓練、舞臺

表演訓練、韻律美姿、儀態學、國際禮儀、

公共關係管理等基本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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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 

證照 

中餐烹調、西餐烹調、烘焙食品、餐旅服務、照

顧服務員、保母人員（滿20歲可報考）、女子美

髮、男子理髮、美容、女裝、金銀珠寶飾品加工

等技術士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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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 

升學 

生活應用類－生活服務產業相關科系、服飾設計與管

理相關科系、化妝品與整體造型設計領域相關系科。 

幼保類－幼兒保育系、兒童福利系等， 

部分招收社會工作、護理、老人照顧服務等系科的學

校，也招收幼保類學生。 

 

 生活應用類和幼保類可跨類或同時報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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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 

就業 

家政科－餐飲服務、食品相關，服裝設計及經

營、家政教學與推廣，或者自行創業投入小吃

店、超市、服裝及手工藝中心、烹飪補習班等。 

 

服裝科、流行服飾科－成衣設計打版人員、

品檢工廠管理人員、服裝設計與製作、櫥窗

布置、新娘禮服租售、服飾經銷、整體造型

設計工作室等相關事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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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 

就業 

幼兒保育科－公私立幼兒園、社工單

位、特殊學校、育幼院等機構工作，

或參加公務人員考試，也可開設幼兒

園、托育中心，或從事幼兒音樂、教

具與玩具、圖書等兒童相關事業。 

 

美容科、時尚造型科－護膚美體服

務人員、化妝品銷售人員、美容美

髮造型師、健身中心專業經理人、

整體造型個人工作室、經營美容美

髮等相關事業。 

 

時尚模特兒科－模特兒、彩妝

師、美容師、整體造型設計師、

舞臺表演或工作人員、婚紗攝

影服務人員、公共關係事務人

員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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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群 
美好生活，家庭為本 
 

我適合就讀家政群嗎？ 
 具有語文推理、空間關係、知覺速度與準確度等性向者。 

 對烹飪、家事管理、藝術創作、造型設計、銷售、個人

服務有興趣者。 

 喜歡與人親近，友善親和、樂於為人服務、與人合作。 

 喜歡流行時尚、DIY 飾品。 

 喜歡照顧嬰幼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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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旅群 
專業第一，服務至上 
 

臺灣地理環境特殊，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、人文景觀，還有多元的美食文化，造就我國發展

餐旅的豐厚潛力。 

在全球風靡異國美食、觀光旅遊的熱潮下，餐旅人才的培育方向也朝著國際化邁進，餐旅技

能、管理和語文能力都是學習的重點，如果你有高度的服務熱忱，還有願意吃苦的決心，餐

旅群將是走向世界的優質選擇，你可以是食神，也能是旅遊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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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旅群 
專業第一，服務至上 

 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餐飲管理科、觀光事業科   
五專：餐飲廚藝科、餐旅管理科、餐飲管理科、健康餐旅科、觀光科、觀光管理科、觀光休閒科、 
   健康休閒管理科、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、觀光旅遊管理科、觀光餐旅科、海洋休閒觀光科、 
   海洋運動休閒科、旅遊管理科、健康美容觀光科 

餐飲管理科－學習餐旅管理、餐飲衛生安

全、採購學、食物學、餐飲實務、餐旅服

務技術、中餐烹調、中式點心、烘焙、西

餐烹調等全球化餐飲經營管理知能。 

 

觀光事業科－學習餐旅外語會話、遊程設

計、解說教育、旅館管理、餐飲實務、客

房實務、生態保育實務、世界旅遊資源、

觀光概論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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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旅群 
專業第一，服務至上 
 

證照 

考選部專技人員普考的領隊人員、導遊證書， 

以及勞動部所核發的餐旅服務、飲料調製、 

中餐烹調、西餐烹調、烘焙食品等技術士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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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旅群 
專業第一，服務至上 
 

升學 

主要有餐飲管理、觀光休閒、服務管理、運動保健四大領

域，包括餐飲管理系、餐飲廚藝系（中餐組，西餐組，烘

焙組）、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、旅運管理系、旅館管理

系、旅遊事業管理系、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、餐旅暨會

展行銷管理系、休閒運動管理系、食品科技系等。 

 

 部分學校提供外語、商管等系科名額招收餐旅群考生。 

或可選擇國外留學，如瑞士洛桑旅館學校、 

香港理工大學酒店管理學程等。 95 



餐旅群 
專業第一，服務至上 
 
餐旅教育強調動手操作、人際溝通、解決問題能力， 

同時重視有理論基礎的實務知能， 

因此可從事餐旅服務業，包括餐廳、飲料店、旅館、 

飯店、旅行社、酒吧等相關工作， 

或者自行創業。 

 

就業 

96 



餐旅群 
 專業第一，服務至上 
 

我適合就讀餐飲群嗎？ 

 具有語文推理、數學推理、空間、觀察、美感、創意等性向者。 

 具有個人服務、銷售製作物品等興趣者。 

 喜歡觀看美食旅遊節目、參加美食旅遊展，經常動手烹飪烘焙。 

 有為人服務的熱忱，懂得與人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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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群 
 
 

全世界有九成商品都仰賴海運，「船」載著不只是人跟貨物，還有夢想、期待、與美好生

活到世界各地。 

對於四面環海的臺灣，海運是最重要的運輸方式，海事群人才待遇好，全球都非常需要海

運人才。如果你擁有獨立樂觀、喜愛冒險的性格，那就一起加入航海王的行列吧！ 

海藍天，勇於築夢 
 

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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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群 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航海科、輪機科    五專：航海科、輪機工程科 

航海科－學習船舶駕駛技能、航儀操

控，使船舶能穩定航行，安全到達下

一個目的港口。 

 

輪機科－學習船舶機械的操作、電機設備

的控制與維護，維持船舶主機、輔機穩定

運轉，使船舶能安全航行於海上。 

 

 

 

海藍天，勇於築夢 
 

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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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群 
 
 

證照 

交通部航海人員測驗的二等航行員，以及二

等輪機員證書。 

 

海藍天，勇於築夢 
 

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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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學 

航運技術系、輪機工程系、航海系等。 

一般大學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、商船學

系、航運管理學系航海組，海洋與邊境管理

學系，也有部分名額招收海事群學生。 

 

海事群 
 
 
海藍天，勇於築夢 
 

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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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群 
 
 
從事船舶基層操作或陸地上相關專業工作， 

如助理級航行人員、二等船副或管輪、海巡艇航行人員、 

動力小船駕駛人、動力廠單位（含冷凍空調、鍋爐、船舶維修）技術員、 

交通事業單位技佐等，另可參與領港人、船舶電信人員等考試。 

 

 海巡署或港務機關等海上交通單位， 

不定期辦理各項徵才考試，工作機會多、待遇佳。 

海藍天，勇於築夢 
 

碧 

就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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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群 
 
 

我適合就讀海事群嗎？ 

 具有空間關係、機械推理、知覺速度與準確度等性向者。 

 對數學、自然、生活科學等理工科目有興趣。 

 對機械製圖、電腦繪圖有偏好者。 

 喜歡DIY或組裝模型，像是樂高、航空模型、紙模型、船

模型等。 

 喜愛海洋，獨立自主、自動自發、願意動手實作，具有領

導者特質及為他人服務的熱忱。 

  

海藍天，勇於築夢 
 

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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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群 
跨足生技，會養魚也要懂經營 
 
臺灣四面環海，以「海洋立國」，我們的魚類佔全世界海洋魚類種的十分之一，面對著有

限的陸地，如何開發、保護豐富的海洋資源，成為很重要的任務。水產群除了學習養殖技

術，財務報表、經營風險等管理知識都是必備的技能，尤其「水產養殖生技」在這幾年成

為熱門產業，許多企業會跟學校合作，提供機會讓學生實際演練，對未來就業都有很大的

幫助，這片美麗的海洋，邀請你一起來守護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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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群 
跨足生技，會養魚也要懂經營 

 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水產養殖科、漁業科 

水產養殖科－讓學生具備生態保育觀念，

能擔任水產領域有關的基層技術服務工作，

包括資源開發與利用、生物繁養殖、產業

經營管理等。 

 

紡織科－培育基層漁業技術人才，學習傳統

漁業及休閒娛樂漁業的基本知識與技能，以

及產業經營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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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群 
跨足生技，會養魚也要懂經營 
 

證照 

公務人員專業領域的漁船船員（漁航員）執照，

或是水族養殖技術士證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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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群 
跨足生技，會養魚也要懂經營 
 

升學 

水產養殖系、漁業生產與管理系等；一般大學的

水產養殖學系、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，也有提

供部分名額招收水產群考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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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群 
跨足生技，會養魚也要懂經營 
 
 漁業及水產養殖相關公務單位：漁業署、地方政府漁業部門 

 民營行政：省漁業會、區漁會 

 產業實務：民間水產、漁業公司或自營漁船、繁養殖場、水族館 

 試驗研究單位 

 
漁業科畢業生若持續於漁船工作，可由漁撈員、漁撈長晉升為船長或經營者；
水產養殖科畢業生可由基層幹部而後晉升為經營者。 
 

就業 

休閒娛樂漁業 
產業經營
管理人才 傳統漁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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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群 
跨足生技，會養魚也要懂經營 
 

我適合就讀水產群嗎？ 
 具有機械推理、知覺速度與準確度者。 

 對海洋及水中生物有興趣者。 

 喜歡戶外活動、水上活動、親近生態環境、喜歡觀
察水中生物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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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我們每個人都曾因為一幅畫、一段舞蹈、一首歌曲或是一部電影，而深受感動，因為藝術作

品傳達著創作者想要說的故事，也是傳遞思想、感情的手法，藝術家以感性的方式，表達對

生活的認識。 

我們在生活中發現的「美」，也能透過戲劇、音樂、舞蹈、美術、影劇、西樂、國樂、電影、

電視、表演藝術、多媒體動畫、時尚工藝、劇場藝術等創作來呈現，不管選擇幕後還是臺前

的工作，都能讓創作啟發自己，也讓藝術豐富我們的人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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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電影電視科－著重訓練學生肢體展現，

包括流行街舞、武功身段，以及樂器演

奏等基礎課程，學習傳播媒體與劇場設

計等操作技能。 

影劇科－著重影音傳播領域理論，透過

影像、聲音等視聽傳播能力的技術訓練， 

進行跨領域的藝術學習。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影電視科、影劇科、音樂科、國樂科、西樂科、表演藝術科、戲劇科、劇場藝術科、  
         美術科、時尚工藝科、多媒體動畫科、舞蹈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影視藝術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（以上為五年制）； 
         美術系、音樂系、舞蹈系、美術工藝系（以上為七年一貫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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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音樂科－音樂基礎訓練、和聲學、中西音樂史、

合奏、室內樂等基本音樂課程與訓練。課程融

合了中國音樂及西洋音樂，包括作曲、聲樂、

西洋管樂、弦樂、打擊與中國吹管、拉弦、彈

弦、打擊樂器等。 

國樂科－除基本音樂課程與訓練，也著

重中國音樂的學習，例如中國的吹管、

拉弦、彈弦、打擊樂器等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影電視科、影劇科、音樂科、國樂科、西樂科、表演藝術科、戲劇科、劇場藝術科、  
         美術科、時尚工藝科、多媒體動畫科、舞蹈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影視藝術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（以上為五年制）； 
         美術系、音樂系、舞蹈系、美術工藝系（以上為七年一貫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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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西樂科－除基本音樂課程與訓練外，著重西

洋音樂的學習，例如西洋的管樂、弦樂、打

擊等。 

表演藝術科－舞蹈、歌唱、戲劇等舞臺表演，

課程包括肢體展現、流行街舞、樂器演奏、

武功身段、主持表演、歌唱創作、流行舞蹈

及幕後製作、藝術行政管理、化妝造型等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影電視科、影劇科、音樂科、國樂科、西樂科、表演藝術科、戲劇科、劇場藝術科、  
         美術科、時尚工藝科、多媒體動畫科、舞蹈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影視藝術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（以上為五年制）； 
         美術系、音樂系、舞蹈系、美術工藝系（以上為七年一貫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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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戲劇科－戲劇、影音概論、劇本導讀、導演、

編劇、基礎表演、節奏與韻律、唱腔與身段、

走秀主持、配音、影音剪輯、化妝造型、燈

光音響、攝錄影、節目企劃、國術武功等 

專業理論與技術課程。 

劇場藝術科－發展具有傳統特色且結合現代

技術的課程，包括保存傳統技藝的「戲靴製

作」與「裝飾藝術」（傳統刺繡編織課程），

結合新舊的「織品設計」、「戲曲舞美設

計」、「戲曲演出音響工程」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影電視科、影劇科、音樂科、國樂科、西樂科、表演藝術科、戲劇科、劇場藝術科、  
         美術科、時尚工藝科、多媒體動畫科、舞蹈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影視藝術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（以上為五年制）； 
         美術系、音樂系、舞蹈系、美術工藝系（以上為七年一貫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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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美術科－純美術、應用美術、電腦繪圖、藝

術概論、藝術與科技、藝術欣賞、展演實務、

中西洋美術史、水墨書法、電腦繪圖、色彩

學、素描、水彩、油畫、基礎設計、視覺設

計、專題製作等。 

舞蹈科－舞蹈藝術專業知識養成，包括芭蕾、

現代、中國舞蹈（武功、身段）、舞蹈即興、

動作分析、化妝造型與設計、展演實務、藝

術欣賞、音樂等課程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影電視科、影劇科、音樂科、國樂科、西樂科、表演藝術科、戲劇科、劇場藝術科、  
         美術科、時尚工藝科、多媒體動畫科、舞蹈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影視藝術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（以上為五年制）； 
         美術系、音樂系、舞蹈系、美術工藝系（以上為七年一貫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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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多媒體動畫科－強調素描、色彩原理、繪畫基礎、

網頁設計、攝錄影等基礎訓練；進而學習電腦繪

圖、電腦動畫、插畫與漫畫、攝錄影、多媒體製

作等專業訓練課程，輔以數位、美術、音樂、戲

劇、舞蹈等課程。 

時尚工藝科－拓展學生對於創意玻璃工藝、時

尚金工及基本傳統工藝設計美學等基礎，如金

屬表現技法、立體造型、流行飾品設計、展演

實務、藝術與流行設計、專業藝術概論。 

 

 

技術型高中(高職) ：電影電視科、影劇科、音樂科、國樂科、西樂科、表演藝術科、戲劇科、劇場藝術科、  
         美術科、時尚工藝科、多媒體動畫科、舞蹈科  
五專：美術工藝科、影視藝術科、數位影視動畫科（以上為五年制）； 
         美術系、音樂系、舞蹈系、美術工藝系（以上為七年一貫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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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藝術群的相關證照，包括勞動部核發的視覺傳

達設計、攝影等技術士證。 

 

證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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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 傳播藝術系、視訊傳播設計系、資訊傳播系與

影視傳播系、表演藝術系等。 

 視覺藝術類、音樂類、舞蹈類學生也可依專長

報考設計群或各大學的單獨招生。 

 若參加採認高中職組或大專組競賽的個人項目

中獲得名次，或持有「全國技術士檢定乙級證

照」，可透過「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」管道

就讀四技相關科系。 

 
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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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藝術專業創作、管理，以及傳播、藝術 

與文化創意相關事業。 

例如電影場務人員、電視臺工作人員、劇場工作 

或管理人員、舞臺設計助理、演員、歌手、樂團、 

攝影師、調音師、錄音師、剪接師、助理導演（播）、 

產品設計人員、美術設計人員、漫畫家、插畫師、 

動畫設計師、藝術工作者、舞蹈工作者、 

音樂工作者、經紀人等。 

就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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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群 
多才多藝，讓天賦自由 

我適合就讀藝術群嗎？ 
 具有空間關係、觀察、美感、創意等性向者。 

 喜歡藉由藝術作品表達個人興趣者。 

 喜歡色彩、設計、材料與媒材的運用，像是畫畫、手作、

動畫。 

 喜歡展現自我風格與創意，例如唱歌、音樂、演奏、跳舞、

演戲、拍影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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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國家的老年人口快速增長，加上孩子生得比較少，讓臺灣逐漸成為「高齡社會」，這

個時候，擁有智慧與愛心的護理人員，就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， 

他們總是站在第一線，守護大家的健康！臺灣的醫療服務產業發達，品質堪稱世界級，歡

迎喜歡照顧別人的你，加入衛生與護理群，讓社會更加溫暖。 

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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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理科－學習基礎醫學( 解剖學、生理學、病理

學及藥理學等)、各科( 包含基本護理學、內外科、

產兒科、精神科及社區衛生) 護理專業知識與技

術及臨床實習等專業課程。 

 

 

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－老人健康評估、老人健康促

進、老人營養學、高齡體適能活動設計、失智症照

顧、老人服務機構管理、機構照顧實習及社區照顧

實習，培養具備老人服務、健康促進及服務管理能

力的專業實用人才。 

 

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
五專：護理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、牙體技術科、口腔衛生科、物理治療   
科、職能治療科、復健科、醫事檢驗科、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、視光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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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
五專：護理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、牙體技術科、口腔衛生科、物理治療   
科、職能治療科、復健科、醫事檢驗科、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、視光科 

牙體技術科－義齒與矯正裝置製造及牙科材料應

用，著重牙科材料開發及銷售、牙科助理、口腔

護理及經營管理之教育，培育專業之義齒與矯正

裝置製作與行銷人才。 

 

 

 

口腔衛生科－口腔解剖與牙齒型態學、口腔衛生

學、口腔預防醫學保健、老人口腔照顧學、兒童

牙科照護學、牙科材料學、牙科器械學及社區口

腔健康照護臨床實習等專業課程，培育口腔衛生

師及牙醫醫療輔助專業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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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治療科－學習基礎醫學、物理因子治療學、

操作治療學、物理治療見習與實習等，包括神經

物理治療、骨科物理治療、心肺物理治療、小兒

物理治療、老人物理治療、運動傷害、科技輔具

等，培育物理治療師及輔具相關從業人員。 

 

 

職能治療科－學習基礎醫學、功能輔具學及實習、

動作控制與學習、團體動力學、心理衛生及各科職

能治療學，針對生理疾病、兒童疾病及心理疾病等

進行專業活動設計，改善病患生活適應力，培育優

秀職能治療專業人才。 

 

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
五專：護理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、牙體技術科、口腔衛生科、物理治療   
科、職能治療科、復健科、醫事檢驗科、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、視光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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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健科－可選擇「物理治療」或「職能治療」作

為發展方向，學習重點為「物理治療科」及「職

能治療科」的內容，培育專業物理治療師及職能

治療師。 

 

 

醫事檢驗科－學習基礎醫學、生物化學、臨床生理

檢驗學、臨床血液檢驗學、臨床鏡檢學、臨床微生

物學、臨床生化檢驗學、病理切片學、鑑驗數據評

估及臨床實習等，培育臨床檢驗技術人才。 

 

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
五專：護理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、牙體技術科、口腔衛生科、物理治療   
科、職能治療科、復健科、醫事檢驗科、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、視光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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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－學習放射治療技術、

放射診斷儀器、超音波儀器、超音波技術、核

子醫學原理及儀器、電腦斷層技術及醫學影像

處理暨儲傳相關技術，培育醫學影像暨放射技

術專業人才。 

 

 

視光科－學習重點為視覺科學、視力調節、驗光配

鏡、光學物理、眼科儀器、材料科學、鏡片鍍膜加

工等，並延伸開設「眼鏡框架造形設計」相關課程， 

培育具驗光配鏡之專業人才。 

 

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
五專：護理科、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、牙體技術科、口腔衛生科、物理治療   
科、職能治療科、復健科、醫事檢驗科、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、視光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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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科別都有對應證照，包含國家專門職類乙級證照

的護理師、牙體技術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

醫事檢驗師、醫事放射師、驗光師；勞委會照顧服務

員丙級技術士、「眼鏡鏡片製作」與「門市服務」乙、

丙級技術士，以及立法中的口腔衛生師。 

 

 

 

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證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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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專是國中生欲就讀該類群的唯一選擇， 

畢業後可選擇直升科技校院所設二技日間部、進修部， 

及在職專班的醫療專門照顧服務技術系組就讀。 

亦可先從事專業服務滿三年後， 

報考科技校院及一般大學相關類科研究所碩士班。 

 

 

 

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升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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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就業 

可於教學醫院、區域醫院、專科醫院、中小型醫院、 

診所等各醫療機構執行相關實務工作， 

或至長期照顧機構、社區與發展中心、學校系統、教養院 

等類似機構輔具中心、殘障福利機構服務。 

另外，也可至藥廠、醫療用品、生物科技、保健食品、 

保險與眼鏡公司等、鏡片生產工廠、牙體技術所等 

跨領域醫護健康事業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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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己助人，健康照護產業前景可期 
衛生與護理群 

我適合就讀衛生與護理群嗎？ 

 喜歡與人接觸，喜歡照顧人。 

 具對關懷他人與照護工作有熱情者。 

 喜歡研議醫療照護與臨床資訊者。 

 

130 



感 謝 聆 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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